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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口述：徐 畅｜ 26 岁｜自由职业者｜湖北黄石
整理：刘梦妮｜本报记者

真没想到，仅仅因为是湖北户籍，我被拦在
北京顺义的一个小区外。哪怕我能证明，自己春
节并没有回过湖北。

1 月 18 日，我和我老公一起，去他老家徐
州乡下过春节。后来疫情暴发，我们在那里待了
差不多一个月。

直到最近，他公司通知员工尽快返京，好早
一点结束隔离复工。我们便一起回来了。

返京前，我询问了已经回京的朋友，能不能
顺利进入租住房子的小区。他们都说，只要登记
一下就可以了。我想，我今年春节没回湖北，情
况跟他们类似，就直接出发了。

在徐州中转时，还去了一趟老公家在市区的
房子。进小区时，工作人员看我是湖北户籍，说明
情况后就让我发短信给电信，查了一下最近 14
天的行程。确认一直在徐州后，就让我进去了。

2 月 16 日晚上 10 点，我们回到位于顺义
的租住小区。本以为回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结
果却被拦在了小区门外。

社区工作人员查验我的身份证，说我是湖
北人，拒绝让我进小区。我解释说，整个春节期
间我都在徐州，根本没回过湖北。

他们不听，还是坚持，只要是湖北人，一律
不让进。我把下午在徐州时，短信电信的查询结
果给他们看，上面清楚显示我最近 14 天一直在
徐州。他们仍说只看户籍，不看这个。

我递上我的身份证，说你们可以去查验我
的行程记录。他们不要，说自己查不了。

我把 12306 上火车票的购买记录给他们
看，他们也不看。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现在非
常时期，湖北人一律不让进，不管别的。还说，你
也理解理解我们。

这时，有其他从外地回来的人到了。他们都
不是湖北户籍。工作人员问他们，有没有到过湖
北，他们说没有。于是，登记一下就进去了，没做
任何核实。

我很生气，质问工作人员，凭什么别人说没
去过湖北，你们就信。我说没回过湖北，还有各
种证据，你们就不信呢？

他们还是那句话，只要是湖北人，一律不
许进。

我们只好打电话给租房子的自如管家。管
家小哥跟社区沟通后，还是没辙。管家小哥很自
责，一再道歉没有提前通知我不要回来。

他说，前几天有位武汉人，跟我一样的情
况，他跟社区沟通了很久，也没解决问题。现在
全顺义的小区都这样，哪都进不了。

我想到 12345 市长热线，打过去，一直没人
接。打 110，总机转到顺义 110，一位女警官接
的电话，她说 110 不管这个，让我打市长热线。

我们继续拨 12345，仍然没人接电话……
这期间，我查到小区所在镇的值班室电话。

打过去说完我们的处境后，值班人员第一反应
是，现在外地返京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小区。言外
之意，不光是针对湖北籍返京人员。

我说，刚刚有外地非湖北籍人员回来，登记
后就让进小区了。值班人说，这问题你该去问社
区呀，为什么让他们进不让你们进呢……

大晚上的，我真被这样甩锅的回答气得
不行。

看我们不停地打电话，社区工作人员在一
旁说：“你打什么电话都没用，就算进去了，我们
也得把你轰出来……”

这时，已经是夜里 12 点了。深夜的北京很
冷很冷，我们在小区外站了两个小时，冻得透心
凉。就想着，先去找家酒店住着，不然冻感冒发
烧了，就真的麻烦了。

没想到，小区附近的酒店不对外营业。顺义
酒店的分布比较散，我们怕白跑，只好挨个先打
电话，问收不收春节没回过湖北的湖北人，答案
都是不收。

我们只好继续打 12345，总算接通了。我们
说了今晚的遭遇，接线员边敲键盘边应着，最后
说，会把我们的问题反映给有关部门。我问多久
能有回应，她说不一定。

可是，现在这么晚了，我们还流落街头呢。
进不了小区，也住不了酒店。“您今晚能解决
么？”得到的回答是不敢保证。

深夜里，我们站在街头无处可去，不知道还
能向谁求助，也不知道谁能帮到我们。最终，我
们决定打车去火车站，坐最早的一班高铁再回
徐州。

准备打车时，我仍不甘心。于是，又拨了一
次 110，抱怨上一个分机 110 的甩锅回复。

这一次，总机帮我们接到了顺义仁和派出
所。也是这一次，我俩的大好人出现了！

接电话的男警官了解情况后，先去跟社区
沟通。一会电话过来说，沟通没成，现在夜深了，
外面冷，先帮我们找个落脚地，明天再继续联系
社区解决问题。

说来也巧，他说要帮联系的那家政府集中
收住酒店，就在离我们没有几步远的地方——
之前我们刚刚去过，还以为不对外营业呢，我们
很快就走过去了。

十几分钟后，从楼上下来两个穿保安或协
警制服的人，不让我们进门，说入住必须经过镇
长同意。隔着酒店旋转的玻璃门，听到他们开着
免提电话，跟这位警官说同样的话，接着听到里
面好像叹了口气……

沟通不成，警官又打电话给我，要再联系顺
义别的酒店。还让我明天联系社区，问清楚需要
什么证明才能进小区，派出所会协助我办证明。

如果社区啥证明不要，就是不让进，那就再
联系派出所。

整个一晚上，终于遇到一位真心帮我们解
决问题的警官。冷得发抖的我，差点被暖哭了。

但我们对入住酒店已不抱希望了。过了一
会，警官再次打来电话，所有的酒店都住不了，

他也很无奈。我们不想再麻烦他，就告诉他
说，我们已经决定去火车站了。

到了北京南站，没想到整个车站夜里都
关了，附近也没有 24 小时开放的餐饮店可以
歇脚。我们只好在进站口附近，找个避风的角
落，来来回回走着，免得冻感冒了。

哎，又冷又心酸的一夜啊。
凌晨 5 点，终于开门了。我们在自动售票

机上买了票，坐上 7 点第一班北京去徐州的
火车。

车开了一阵，我们接到一个北京手机号
码的电话，原来是昨晚那位警官打来的。他
说，他会继续去跟社区沟通解决。

我们很感动，他值了一宿的夜班，早上下
班了还想着帮我们。

没过一会，我们接到顺义食药监督管理
局的电话，说民警跟他们反馈了我们的情况。
他们能帮我们协调回小区，或安排进相应的
隔离点。

这位警官真的实打实地把我们的问题解
决了。但此时，我们已坐在回徐州的高铁上。想
起昨晚社区工作人员的话，即便进了小区，他
们也能把我们轰出来，我们还是决定先回
徐州。

我一直庆幸这一决定。因为后来听合租
的室友说，第二天一大早，小区那帮人就找上
门去，让室友盯着，一旦发现我们回了小区，
就要立即向他们报告。

上午十点多，我们到达徐州。下午一点，
回到老公老家所在的村子。这时，距我们昨天
离开这里，刚好 24 小时。

回到徐州第 2 天傍晚，一位镇政府工作
人员打来电话，了解一下我们当时的情况和
现在的处境，却没给出什么具体的解决办
法。又过了两天，12345 的语音机器人打电
话来，问反馈结果是否满意，我选择不满意。

2 月 24 日，针对我不满意这个事，12345
又来过一次跟进电话。看来，北京认真负责的

人还是有的。只是，心有余悸的我们，暂时不
想回去了。

目前，我跟老公都在家办公。他的工作需
要经常跑库房，在老家不如在北京方便。还好
他们公司听说我们的遭遇后，表示理解。

我在北京待了好些年了。在这里念大学
读研究生，也在这里工作生活，一直很喜欢这
个城市。但这一次，如果不是那位警官，北京
顺义这个寒夜就寒彻骨了。

我们本来正在打算，明年告别北京回徐
州。这次的事，让我们离开的决心更坚定了。

当前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对于湖北出
来的人，需要专门隔离，这我都能理解，也支
持。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对所有湖北户籍
的人“一刀切”？

不要一边喊着“湖北加油”“武汉加油”的
口号，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歧视湖北人、武汉
人，难道这样真的有助于抗疫和复工吗？

（应受访者要求，徐畅为化名）

据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26 日
电（记者梁冬、何山）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
派出所民警王春天一直乐观地坚
信战“疫”的胜利就在眼前，然而
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2 月 11 日 15 时许，王春天
在执行小区封控任务时，因劳累
过度，倒在了疫情防控第一线，生
命永远定格在 32 岁。

从警以来，王春天以春风化
雨、倾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和爱岗
敬业、恪尽职守的奉献精神书写
了一名人民警察的忠诚与担当，
黑龙江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指挥部号召向王春天同
志学习。

总有干不完的工作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现在感觉春天兄弟还在
身边，没有走远！”齐齐哈尔市公
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派出所辅警
崔红宇几度哽咽，不肯接受王春
天牺牲的事实。

崔红宇告诉记者，11 日，王
春天带他在铁锋区平阳南苑小区
执行小区封控任务时，听说小区
内有几名老年人不配合，便赶往
居民家中进行劝说和疏导。

崔红宇说：“ 14 时 54 分，春
天将警车停在小区门前，车上的
广播还在播放着防疫知识，他转
头向社区负责人询问具体地点，
然而话音刚落便晕了过去，经医
院紧急抢救，还是没能挽救他年
轻的生命……”

“警务工作辛苦忙碌，大家实
在累得受不了，有时也发几句牢
骚，可他却总是积极乐观，从未有
过怨言。”崔红宇说。

疫情暴发后，王春天所在警
队工作量猛增，警员们要负责新
工地派出所辖区内八个小区，大
约 200 多栋楼的巡查工作。由于
疫情防控期间整日加班加点，无
暇顾及家里，1 月 23 日，王春天
便将妻子和刚满 16 个月的儿子
送到了大庆肇州的岳母家中，决
然踏上抗“疫”战场。

为了强化疫情防控，警队每
天都要对各单位推送来的大量人
员信息进行核查。推送来的信息
经常残缺不全，需要民警一个个
打电话，询问相关人员的户籍地、
到达时间、目的地、住处、行动轨
迹等信息。

“王春天不出外勤的时候就一直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
一条一条地核对，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核查，最多的时候，一
天要核查 2500 余条线索。”新工地派出所所长张铁军说。

心中装着群众 “春天警务室”温暖人心

在新工地派出所，王春天所在警队负责的区域有 2000多
户居民，基本上每户他都去过。

在王春天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工作日志，上面画满了辖
区的建筑平面图。张铁军说，每次王春天出去走访时，都会
带着这个本子，把建筑平面图画出来，分析有没有安全隐
患，并及时和群众反馈。

因为工作突出，2019 年 9 月在建工社区为王春天挂牌
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春天警务室”，从警务室设立那天
起，老百姓的夸赞便没有停过。

王春天辖区有一名精神障碍人员小李，在一次走访中
王春天了解到，小李连身份证都没有，便同派出所内勤一起
上门办证。小李因害怕生人，总是颤抖躲避，照相、按指纹
都无法顺利进行，王春天便与小李聊天，讲有趣的故事，一
个简简单单的办证业务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此后通过频繁
家访，渐渐地小李喜欢上了这个穿着警服的“陌生人”。

腿儿勤、眼里有事儿、心肠热乎是居民们对王春天的共
同印象。他对群众的“好”，也因此被群众记在了心里。

在“春天警务室”的桌子上，放着一盒酸奶和一些水果，
那是铁锋区景新花园居民郎伟杰在王春天牺牲当天送来
的。得知噩耗，郎伟杰含泪说：“我送的水果他还没来得及
吃，他为居民服务太累了，现在可以歇歇了！”

他说，亏欠最多的是家人

一心扑在工作中的王春天常跟同事说，亏欠最多的是
家里人。“我这辈子就像一根蜡烛，火焰向上，泪流向下”，
2016 年王春天曾在朋友圈中这样说道。

王春天的父母是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农民，母亲常年瘫
痪在床，靠年迈的父亲照顾；妻子王晓宇是龙江县中心镇小
学教师，孩子只有 16 个月大，王春天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可就在 2 月 11 日，这根顶梁柱永远地倒下了，留给家
人的只有他离开家时疲惫的身影。

王春天和妻子王晓宇是大学同学，两人刚结婚的时候，
因为没有钱，甚至连婚礼都没办，只是简单请朋友吃了顿
饭，房子也是一点点攒钱贷款买的回迁房。

“我们说好了，你保家卫国，我教书育人，但是一切刚刚
步入正轨，你怎么食言了呢？”王晓宇哽咽着，“我多希望儿
子再叫你一声爸爸，多希望你脱下警服贴贴孩子的脸，多希
望你能够回家看看卧床养病的妈妈……”

“好难过”“致敬英雄”……王春天牺牲的消息在朋友圈
被大量转发，许多群众对英雄的离去表示了惋惜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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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那位警官，北京顺义那夜让我彻骨寒

寻找“靠谱警官”

▲北京顺义仁和派出所办公楼。 ▲仁和派出所警务公开栏中的民警资料。 本报记者刘荒摄

▲王春天（右一）生前在辖区内进行疫情封控排查走访。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刘荒

这件事过去快 10 天了。湖北女孩徐畅
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时，仍然掩饰不住吐槽
的急切。她始终不忘夸奖顺义区仁和派出所
的警官，称他是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

“这才是北京人本来的样子！”多年“北
漂”求学、工作经历，使她对北京人的包容和
局气，早就深有体会。

不过，这次确实出乎她的意料。若不是
这位顺义警官出手相助，徐畅印象里的北京，
也许会因这个寒夜被“颠覆”。

就在她和老公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热
心的警官伸出援助之手，让这一对春节后归
来的外乡人，在寒夜里感到一丝温暖。

2 月 24 日，记者向她要这位警官的电
话，收到的是微信截图——手机通讯录内容
页面。有趣的是，电话号码上方姓名一栏，标
注为“靠谱警官”。

“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我问
徐畅。

徐畅回忆说，那天晚上，她打过无数个电
话，也找过很多部门，都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帮
助，甚至相互推诿扯皮。几近绝望之时，再次
拨打 110 求助。这位接警的仁和派出所民
警，真心实意帮助自己，四处联系帮他们找落
脚的地方。

更令她感动不已的是，明知道他们小两
口夜里已决定去北京南站，第二天返回徐州
老家，早上他还专门打电话过来问询，仍继续
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问题。

“在高铁上跟他通完话后，我就起了‘靠
谱警官’这个名字，把他的手机号码存在通讯
录上！”她爽朗地笑着。

我听得出，小两口在那个凄冷的夜晚，这
位“靠谱警官”让他们相信，人世间总有对冲
冷漠的力量。

25 日上午，按照徐畅提供的号码，我打
电话给这位民警，无人接听。我想，或许是值
夜班休息，也可能正在出警，暂时无暇接听而
已，便等他回复了。

谁知，下午再打就关机了。这么热心的
人怎么会不接陌生电话？“靠谱警官”怎么能
联系不上？

长年一线采访调研的职业敏感，促使我
决定直接去顺义仁和派出所，采访这位徐畅
心目中的“大英雄”，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下午四点钟左右，记者来到仁和派出所，
寻找这位“靠谱警官”。除了电话号码，再没
有其他信息，打听起来难免要多费口舌。

进入四层楼高的仁和派出所，一楼大厅
内设有电子门禁。楼层索引指示牌边上的值
班室窗口，立着一块报警处的桌牌，但当时没
见到值班的人。

办公楼上不去，又找不着人联系，我只好
来到院里办案区旁边的社区警务室，向一位
正要出门的民警打听情况。

他扫了一眼我提供的手机号码，只说了
一句：“不是我们所的人。”我估计当地警员使
用专有号段，一目了然，他才这么快下结论。

“这种时候，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您再
帮我看看！”记者语气恳切，口罩后面还有笑
容，想来他一定能感受得到。

他抬头打量记者一眼，边将号码输入手
机，边说：“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谁都不止一个
电话，哪儿能谁的号都记得呀。”

果然，手机通讯录没有这个号码。他直
接拨过去了，结果，还是关机。为了尽快找到
“靠谱警官”，我向他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并
将这位民警帮助徐畅的事，简明扼要地复述
了一遍，请他帮忙联系所里值班领导。

“宣传我们干警是好事！”说完，他转身
进屋打电话去了。几分钟后，又出来跟我说，
宣传干警的事由分局外宣办统一接待，让记
者直接找分局联系。

这时，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为自己过早
说出采访来由后悔不迭——“老司机不该轻
易按喇叭”，搞不好这事儿要复杂。

多年来的职业经历，早已让我发现一个
现象：不少大大小小掌握点实权的部门，包括
那些大公司，动辄都得要求记者写个采访提
纲，还有各种繁琐复杂的流程。往往，还没等
你采访，对方先把你采访完了。即使这样，还
不一定安排接受采访。

我担心这样“打草惊蛇”，会被拖入各种
复杂的流程之中。心想，还得争取在派出所
直接采访。就问他，这话是所长说的么？对
方回答说是警长。

“这事不用找所长。警长说了就算！”对
我提出想找所长沟通的请求，他直接泼了冷
水，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记者来到了顺义区公安分局。在南门接
待室，用内部电话与政治处宣教科联系。

不知是门卫电话簿号码更新不及时，
还是其他的原因，我沟通联系采访的电话，
开始在几个部门周转。有的说不归我们部
门，有的说我们是内宣，这事得找外宣。

几番通话下来，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大
楼里已经有人陆续下班出来了。

终于，负责外宣的李科长给记者打来电
话。她态度热情友好，听记者说明来意后，表
示欢迎宣传公安干警事迹。不过，根据他们
内部规定，记者还得到市公安局外宣部门
报备。

我跟她说，从市区开车过来几十公里，就
为核实民警助人为乐的事迹，这么一个正能
量报道，没必要搞得这样复杂。她很为难，解
释说这是内部纪律，跟事大事小没有关系。

对于我提出哪个单位都可以制定自己的
规定，但谁都无权把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与部
门工作对立起来，她也没表示反对，还将市局
外宣部门的电话提供给我。

此时，已到了下班时间。我不太甘心，又
通过各种方式与市局联系。顺义分局也找到
了这位“靠谱警官”，只等着市局外宣部门同
意，就可以进行采访了。

为了节省采访时间，我又赶到仁和派出
所办公楼。这时，陆续有民警从楼上下来，虽
然“靠谱警官”就在楼里，我却仍然不知道他
姓甚名谁。

好在，采访的事正在走流程，晚一点就晚
一点吧，只要能采访到本人就行。

我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盯着一楼大厅的
警务公开栏——从挂满一面墙的民警照片
中，猜想这里面哪张面孔，是一会儿要见面的
“靠谱警官”呢！

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心里为他画像：这
个人不会太年轻，年轻人虽然不乏爱心，却未
必协调得动相关部门；他为人善良，做事情又
这么靠谱，至少得是个警长吧……

我也曾问过徐畅，如果让你给这位“靠谱
警官”画像，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应该有 35 岁到 40 岁左右的样子”，徐
畅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就是那种表面上大
大咧咧，特有人情味儿的北京男人！”

大约六点一刻，终于接到相关人员的电
话。大意是：现在是疫情关键时期，宣传的
事情比较敏感，感谢记者对公安工作的支
持 。经过慎重研究 ，决定暂不接受媒体
采访。

我几个小时的奔波与等待，就这样被画
上了句号。

不能再上楼找这位“靠谱警官”了。即使
真找到了，这不也让人家为难么？我又怎么
能难为这样的好警察呢！

回来的路上，北京城区已是万家灯火
了。本来采访不顺的郁闷，竟突然一下子释
然了——无数像这位“靠谱警官”一样的北
京人，不就在这千家万户之中么，偌大的城
市一直被你们温暖着，这才是最大的历史
经传。

“如果现在见到这位‘靠谱警官’，你最想
跟他说什么？”虽然采访计划夭折了，可我不
想让徐畅失望，就问她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给他送锦旗，要单位给他涨工资，
这样实惠点儿！”她笑着说。

虽然我没有见到这位“靠谱警官”，但他
热心助人的事实，却得到了印证。

在派出所警务公开栏中，我拍下包括所
长在内的四位民警照片——谁猜得出，哪一
位李警官是徐畅想送锦旗人呢？

（应受访者要求，徐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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